
附件2-「兔」來運轉—動物派對主題桌遊展(27款桌遊介紹) 

1. 

 

 

名稱：蹦蹦兔 

BOUNCING BUNNIES 

種類：家庭遊戲 

人數：２～5人 年齡：3歲以上 

遊戲準備： 

遊戲時間：約10-15分 

遊戲設計：Reiner Knizia 

語言版本：中文 

內含規則說明書（中文、英文） 

適用牌套：不需牌套 

【遊戲配件】 

1張遊戲板（黏附於盒內）、20隻小兔子、1顆骰

子 

玩法： 

盡可能救出最多的小兔子。 

輪到一個玩家時，進行擲骰，擲出顏色那一面

時，例如紅色，就把一隻兔子紅色的洞穴中，如

果紅色的洞穴已經有兔子，那麼就可以從紅色的

洞穴裡面拿出那隻兔子。 

如果擲出兔子那一面，該玩家直接從兔子大洞穴

裡面拿一隻兔子。 

把所有的兔子都都離開中央的兔子大洞穴的話，

遊戲就立刻結束，計算手上有最多兔子的玩家獲

得遊戲的勝利。 

 

 

 

 

 



2. 

 

 

名稱：彈彈兔拉力賽 

RABBIT RALLY 

種類：家庭遊戲 

人數：２～4人 年齡：4歲以上 

遊戲準備： 

遊戲時間：約15分鐘 

遊戲設計：Sylvain Ménager 

語言版本：中文 

【遊戲配件】 

4 隻兔子、3 個胡蘿蔔、6 件橋樑配件、5 塊

灰色石頭、1 座胡蘿蔔島、1 座主島、1 個彩

色骰子、1 份遊戲說明書、內含規則說明書 

玩法： 

1.搭建橋樑：搭建橋樑之前，玩家必須先擲骰

子，骰子面的顏色代表玩家在本回合中可以使

用那款橋板，但暫時玩家是不可以把橋板拿起

來，必須先評估橋板的長度，然後把一塊石頭

放在桌面距離你的兔子一段距離，兔子與新擺

放的石頭的距離不能超出估計橋板的長度，當

然亦不應放得太近，這會浪費了更快到達胡蘿

蔔島的機會。 

2.搶胡蘿蔔：你必須証明你的評估正確，嘗試

用你的橋板把兔子站著的石頭和胡蘿蔔島連接

在一起。估計正確，那麼你的兔子可以越過這

座橋蹦跳着達到胡蘿蔔島，拿取最大的蘿蔔！

估計錯誤，你的兔子不能前進須暫時站在石頭

上，並輪到下一位玩家。  

3.遊戲結束：當所有在胡蘿蔔島的蘿蔔都已被

採摘後，這場緊張愉快的彈彈兔拉力賽亦即時

結束了。（即除了最後一隻兔子，其餘的都已

抵達胡蘿蔔島了)。 採摘了最大蘿蔔的兔子便

是今次拉力賽的勝出者，他可以圍繞金光閃閃

的巨大蘿蔔跳一回瘋狂的歡樂舞。第二位搶先

抵達胡蘿蔔島的兔子會獲得超級彈跳者的稱

號，直到下次聚會為止。 第三位抵達胡蘿蔔

島的兔子會成為蘿蔔大師。 

 



3. 

 

 

名稱：動物園大亨 種類：策略遊戲 

人數：２～８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1.３人遊戲時，將兩種動物和其新生兒移出遊戲，

放回遊戲盒中；４人遊戲時，將一種動物和其新

生兒移出遊戲，放回遊戲盒中；５人遊戲時，使

用所有的動物。準備符合玩家人數的卡車放在桌

面中央。 

2.所有正方形紙板洗勻後隨機拿取15片，將其疊

作一疊，放上紅色木製圓片，剩餘正方形紙板面

朝下放在桌面中央。 

3.每個人拿一張園區版圖、一張擴建版圖及兩塊

錢，園區版圖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擴建版圖面

朝下放在前者旁。剩餘的錢放在桌面中央當作銀

行。 

玩法： 

順時鐘輪流進行各自的回合，玩家必須從以下三

個動作中擇一執行： 

A.抽一正方形紙板並放上卡車 

B.拿走一輛卡車 

C.執行一個錢幣動作 

待所有玩家都拿了一輛卡車，本輪即結束。若桌

面中央的紙牌都被抽完，即可抽取紅色木製圓片

下的紙牌，遊戲將在該輪結束時開始計算總分。 

  



4. 

 

 

名稱：冰山疊企鵝 種類：平衡遊戲 

人數：１～６人 年齡：５歲以上 

玩法： 

1.將底座放在桌面中央，再將冰山放到底座上。將企

鵝平均分予各玩家。剩下的企鵝即放回盒中。 

2.由最年輕的玩家開始，依順時針方向，玩家輪流將

一隻自己的企鵝，平穩放在冰山上。玩家擺放企鵝

時，若有任何企鵝從冰山墜下，該玩家即要收回所有

墜下的企鵝，並喪失擺放企鵝的機會。若有玩家手上

已無企鵝，該玩家即勝出遊戲。 

 

  



5. 

 

 

 

 

 

 

名稱：荒島動物學 種類：家庭遊戲 

人數：２～６人 年齡：６歲以上 

玩法： 

1.每名玩家拿取一枚圓片。將動物板及指令牌分別面

朝下洗勻各自形成牌庫，放在一旁。從動物板牌庫頂

翻開15張板塊隨機放在桌面中央，指定一人為起始玩

家，由他開始，玩家依順時鐘方向輪流在每輪中擔任

翻牌手。 

2.翻牌手翻開指令牌庫頂的一張牌置於桌面中央，所

有玩家依牌上指示的禁止規定（那些動物不得拿取）

或必備條件（必須拿取那些動物）將自己的圓片放置

於桌面中央那15張動物板中有符合條件且尚無人擺放

圓片的板子上。一旦放下圓片，便不可將其取回或移

到其他動物板上。 

3.當所有玩家都放置圓片或放棄時，比對放有圓片的

動物板與本輪的指令牌，若對應正確，圓片所屬玩家

將圓片連同該動物板放在自己面前；若對應錯誤，圓

片所屬玩家將剛才放置的圓片取回，並將自己面前一

張之前贏得的動物板（如果有的話）放回桌面中央。

使用過後的指令牌則放入棄牌堆內。 

4.當場上再次只剩一下一張以下的動物板時，遊戲結

束，贏得最多動物板者獲勝，若有平手，平手玩家中

贏得較多有藍魚動物板者獲勝。 

  



6. 

 

 

 

名稱：冰炫企鵝２ 種類：操作類遊戲 

人數：２～４人 年齡：６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相同顏色原點的門框靠在一起，連接五個硬紙

板盒，形成一個方形校園。將白魚夾在盒子上四

個標示處，避免鬆脫。 

2.每位玩家選擇一種顏色，拿取相對應的企鵝、顏

色提醒卡、學生證和三條魚，放在面前桌上。 

3.將所有魚卡洗勻形成牌庫，並決定其中一位玩家

擔任第一輪的訓導主任。 

玩法： 

輪數即為玩家數，每一輪有三個階段，且固定會

有一位玩家扮演訓導主任。 

1.學生將自己所屬顏色的魚，分別夾在有魚標記的

三個門框上。將訓導主任放在廚房橘線內任意位

置，玩家則是在教室的紅色圓點上。 

2.從訓導主任左邊的玩家開始，依順時鐘方向進

行，每人每回合可彈一次企鵝並至多執行一項魚

卡任務。如玩家完全通過門框，且門框上有同色

的魚，即可將該顏色魚拿下來並抽一張魚卡。注

意當碰撞到訓導主任時，學生證會被沒收。 

3.當任何一名玩家收集到三條所屬顏色的魚，或是

訓導主任抓到所有學生時，一輪結束，所有人依

自己手上持有學生證張數抽取對應數量之魚卡，

拿回各自學生證及肥魚後繼續下一輪。 

4.所有人都當過一次訓導主任後遊戲結束，獲得魚

卡分數總和最高者獲勝。 

  



7. 

 

 

 

名稱：冰酷企鵝 種類：操作類遊戲 

人數：２～４人 年齡：６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相同顏色原點的門框靠在一起，連接五個硬紙

板盒，形成一個方形校園。將白魚夾在盒子上四

個標示處，避免鬆脫。 

2.每位玩家選擇一種顏色，拿取相對應的企鵝、顏

色提醒卡、學生證和三條魚，放在面前桌上。 

3.將所有魚卡洗勻形成牌庫，並決定其中一位玩家

擔任第一輪的訓導主任。 

玩法： 

輪數即為玩家數，每一輪有三個階段，且固定會

有一位玩家扮演訓導主任。 

1.學生將自己所屬顏色的魚，分別夾在有魚標記的

三個門框上。將訓導主任放在廚房橘線內任意位

置，玩家則是在教室的紅色圓點上。 

2.從訓導主任左邊的玩家開始，依順時鐘方向進

行，每人每回合可彈一次企鵝並至多執行一項魚

卡任務。如玩家完全通過門框，且門框上有同色

的魚，即可將該顏色魚拿下來並抽一張魚卡。注

意當碰撞到訓導主任時，學生證會被沒收。 

3.當任何一名玩家收集到三條所屬顏色的魚，或是

訓導主任抓到所有學生時，一輪結束，所有人依

自己手上持有學生證張數抽取對應數量之魚卡，

拿回各自學生證及肥魚後繼續下一輪。 

4.所有人都當過一次訓導主任後遊戲結束，獲得之

魚卡分數總和最高者獲勝。 

 

 



8. 

 

名稱：超級犀牛！終極對

戰 

種類：3D堆疊遊戲 

人數：２～４人 年齡：５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三張遊戲版有黃色圓點的那面朝上排好，再將

地板牌洗勻，每名玩家各三張，切勿揭露。 

2.翻開三張地板牌放在遊戲板旁，其餘和高牆、矮

牆分別形成牌庫。 

3.每名玩家選擇一隻超級英雄，預備好空中飛猴、

骰子和英雄勳章。 

玩法： 

依順時鐘方向進行回合，每回合包含六個步驟： 

1.建造高樓：選擇手中一張地板牌建造大樓。 

2.空中飛猴進攻：如果建造的地板牌上畫有猴子，

請拿出一支空中飛猴，將其吊在上面。 

3.攀爬摩天大樓：投擲淺藍色骰子，依骰出數字執

行步數。 

4.終極對戰：如有其他超級英雄在同一樓層區，雙

方同時擲骰，點數高的一方留在原地，低的一方

往下移動一層。 

5.英雄勳章：若超級英雄站的樓層最高，即可獲

得。 

6.抽一張地板牌 

當有玩家造成部分或全部摩天大樓倒塌時，或當

全部的地板牌都被抽完、不能使用後，遊戲結

束，擁有英雄徽章的玩家獲勝。但是，前者情況

下，若造成倒塌的為持有英雄勳章之玩家，則由

其他玩家共享勝利。 

  



9. 

 

 

 

 

名稱：動物園吹牛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２～６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1.選擇一位玩家擔任起始玩家並拿取起始玩家卡，將其正面朝

上置於該玩家面前桌上。 

2.其餘的所有卡牌正面朝下集中洗勻，每位玩家各分發5張當作

手牌，剩下的卡牌堆則正面朝下置於桌面中央備用。 

玩法： 

1.每回合從起始玩家開始，依順時針方向，各玩家輪流依序進

行。玩家在進行其行動回合時，除起始玩家首輪只能執行第1

項行動外，之後，各玩家可從下列3項行動中，選擇其中1項執

行： 

 A.打出1張卡牌：吹牛 

  a.從自家手牌中挑選1張打出 

  b.從卡牌堆上方抽取1張打出 

 B.不打出任何卡牌：吹牛 

  *吹牛： 

    a.當玩家吹牛時，須包含動物的種類及數量，下一位玩家若

要繼續吹牛，則須要愈吹愈大。可以是動物數量變多，體型不

拘；或是動物數量不變，但體型變大。 

    b.各回合開始時，起始玩家須從數量1開始吹牛，種類則不

拘。 

 C.不打出任何手牌：喊抓 

若是抓包成功，棄牌堆卡牌的該動物加總數量小於吹牛玩家所

說的動物數量，被抓者須拿回棄牌堆內的所有卡片（扣分卡牌

堆）。但若是抓包失敗，則喊抓者須將扣分卡牌堆收回。 

2.當桌面中央卡牌堆耗盡或是有玩家扣分達30分以上時，遊戲

即宣告結束，並由累積扣分最少者成為遊戲贏家。 

 



10. 

 

 

名稱：人魚的呼喚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２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五張船卡組成一艘船橫置於桌面，並把兩名水

手分別放置在防禦值30和防禦值34的船卡上。 

2.卡牌洗勻後每人四張起始手牌，剩餘形成牌庫。 

3.每人拿取一杯蘭姆酒杯及章魚，放在面前。 

玩法： 

玩家可選擇以下兩個行動： 

1.出牌行動：從手牌中打出一張放到船卡一側，然

後從牌庫補充一張。船卡兩側分別可放置最多五

張卡牌。 

2.章魚行動：可任意移動船卡兩側其中一張牌， 

章魚會留在卡牌上，直到對應船卡進行計分（兩

側都擺滿五張牌，或某側誘惑值大於防禦值），

章魚方可回到手中。 

（除了以上行動，玩家也可以選擇是否要使用蘭

姆酒杯：放置在船卡上，該船卡防禦值提高三

點，只能使用一次。） 

3.每名水手和船卡皆值一分。當所有船卡皆被拿

取，或其中一位玩家率先獲得四分時，遊戲結

束。 

  



11. 

 

 

 

 

名稱：貓貓食堂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３～６人 年齡：６歲以上 

遊戲準備： 

1.每位玩家拿取一組相同顏色的12張紙牌（若為

三人遊戲則只使用數值1～9的牌）。 

2.選擇一位玩家拿取首領圓片，擔任第一任首領。 

玩法： 

1.首領必須率先決定覓食場，從手牌中選擇一張

牌，面朝下放在自己面前。 

2.其他玩家從各自牌組中選擇一張牌，面朝下放在

自己面前，選擇覓食場時，試著猜測首領的覓食

場，避免選擇數值比它大的牌。 

3.當所有玩家皆決定好自己的覓食場時，同時將所

選的紙牌翻開。 

4.當玩家打出的牌數值比首領覓食場大時：玩家打

出的卡牌為負分牌，結算時依卡片數值扣分。 

  當玩家打出的牌數值比首領覓食場小時：玩家打

出的卡牌為正分牌，結算時依卡片數值加分。 

  當玩家打出的牌數值和首領覓食場相同時：首領

打出的牌為負分牌，玩家打出的牌為正分牌。當

除了首領外的玩家不只一名時所有人打出的牌都

為正分牌，只有首領的牌是負分牌。 

5.當手牌皆耗盡時一輪結束，進行計分。將正分牌

與負分牌數值分別加總，並將正分數值扣掉負分

數值，最高分的玩家獲得一枚「2」的分數片，第

二高分者獲得一枚「1」的分數片，最低分者則獲

得一枚「-1」的分數片。 

6.當第三輪結束時遊戲結束，得分最高的玩家獲

勝。 



12. 

 

 

 

名稱：動物園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４～７人 年齡：１０歲以上 

遊戲準備： 

1.洗勻後將所有卡片均分給每位玩家，輪流出牌。當人數為３～

６人時，每個人拿到相同張數；當人數為７人時，會有４個人拿

到９張牌，３個人拿到８張牌。 

玩法： 

1.玩家可以出一張以上的牌放在桌面中央： 

 a.如果出一張牌，他可以出除了JOKER之外的任何一張牌。 

 b.如果出超過一張牌，則必須出相同動物的牌，除非是 

       JOKER或蚊子的組合。 

＜JOKER＆蚊子＞ 

 1.JOKER可以偽裝成其他動物牌一起出，但不能單獨出牌。 

 2.一張蚊子可以跟一張以上的大象一起出，並且裝成大象牌。 

 （例：一張JOKER、一張蚊子和一張大象，會變成三張大

象。） 

2.下一位玩家可以放棄出牌，或是出一組比先前出的牌更大的

牌：a.出相同張數的天敵，請參考左側天敵表。b.出相同的動

物，但張數多一張。 

 （註：玩家不能同時增加張數又出牠的天敵） 

3.當一位玩家出的牌沒人接著出時，他可得到場上所有牌，覆蓋

在自己面前，由他開始下一輪。 

4.當一位玩家出完手牌時，其他人得繼續輪次，直到場上只剩下

一人有手牌，一局遊戲即結束。 

5.第一個出完手牌的人得到與玩家人數相應的分數；第二個出完

手牌的人較前一個人少一分，以此類推，並最後一位有剩餘手牌

的玩家得不到分數。 

下一局接續的遊戲可與以上玩法相同，也可挑戰進階規則和朋友

一起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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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長頸鹿量表 種類：猜謎遊戲 

人數：１～８人 年齡：１０歲以上 

玩法： 

模式A：一般模式 

1.準備好兩種圖板（一有凹槽一無），每人各拿一種顏色的數字牌。 

2.卡牌堆裡抽出6張題卡嵌在凹槽圖板裡，一個數字對應一個問題。 

3.玩家們開始猜這六個問題中哪個答案的數字最大，哪個答案的數字

最小。所有玩家想好答案後將自己手中的數字牌蓋在無凹槽且上面有

「+」與「-」的圖板上，認為答案數字最大的題號放在加號底下的

方格內，認為答案數字最小的題號放在減號底下的方格內。 

4.答對一題可得一顆黃水晶，兩題都對可獲得兩顆黃水晶，若是有玩

家選擇的最大與最小答案與正確解答完全相反則失去一顆黃水晶。 

5.最快獲得七顆水晶者即獲勝！ 

模式B：合作模式 

*所有玩家與「長頸鹿」的比賽，合作模式不會使用到水晶與數字牌 

1.和一般模式同，將題卡放進凹槽圖板內，一個數字對應一個問題。 

2.所有玩家一起討論結果，並將和數字牌同樣大小，且上面畫著

「+」、「-」符號的牌放在眾人討論出的答案題卡旁，「+」放在答

案最大的題卡旁，「-」放在答案最小的題卡旁。 

3.若是答對一題，玩家們獲得該題題卡，而長頸鹿獲得另一張正確答

案之題卡， 若兩題皆錯，長頸鹿獲得兩張正確答案之題卡。假如玩

家們選擇的答案與正確答案相反，長頸鹿不僅能得到那張正確答案題

卡，也可以再獲得一張本回合使用的其他牌作為獎勵。以此類推，若

兩題答案玩家所選的與正確解答剛好相反，長頸鹿便可在那回合獲得

4張牌（兩張正確解答+兩張獎勵） 

4.須將上一輪抽到的其他未被玩家/長頸鹿取得的題卡丟棄後方可抽

新的題卡進行下一輪。 

5.七回合結束後計算玩家方與長頸鹿所擁有的紙牌數量，獲得紙牌數

量較多者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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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動物將棋 種類：將棋遊戲 

人數：２人 年齡：３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先依照左側排法圖把動物擺到棋盤上，大象和鱷魚要

面向自己的領袖——獅子。 

2.猜拳決定誰先開始後，輪流走一個自己的棋子一步。 

玩法： 

1.一開始你有四個隊友，分別是獅子、大象、鱷魚和鴕

鳥。棋子一次只能移動一格，每個格子中只能有一個棋

子。 

 a.獅子：可以往四面八方移動 

 b.大象：可以走對角線 

 b.鱷魚：可以走垂直及橫向 

 b.鴕鳥：只能往前走 

 （註：當鴕鳥跑到對方地盤時，請將棋子翻面變成禿

鷹，禿鷹可以朝除了左下和右下以外的六個方向移

動。） 

2.捕捉動物： 

當棋子走到對手棋子的格子上時，他變成你的隊友，先

將他放在你的區域旁邊。之後輪到自己時，可以不走

棋，改為將一個隊友從場外放進棋盤任一空格中。 

3.判定勝負： 

 a.先抓到對方獅子的人獲勝。 

 b.獅子安全進入對方區域，沒有立刻被捕捉也獲勝。 

其他規則： 

1.就算捕捉到時是禿鷹，從場外重新進入棋盤時也必須

從鴕鳥開始升級。 

2.動物來來去去，導致同一局面重複三次即平手。 

3.不能跳過自己的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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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骰子動物園 種類：骰子遊戲 

人數：２～４人 年齡：６歲以上 

遊戲準備： 

把所有的骰子放入袋中，每個玩家抽十二顆骰子，把骰

子全部擲過一遍，取所有骰面朝上者組成自己的牌組及.

了解每顆骰子所對應的特殊功能（盒內有附說明紙） 

玩法： 

1.由蚯蚓數量最多的人開始，順時鐘方向進行遊戲。玩

家每一輪可以有三種動作可選 

  a.桌上沒有任何骰子時選擇任意動物打出（隻數不限，

但一定要是同一種），若已經有人打出骰子時玩家必須

打出比前一個玩家更多或是更大的動物，例如：前一個

玩家打出兩隻松鼠，下一個玩家必須打出三隻以上的松

鼠，或是兩隻體型比松鼠大的動物，像是兩隻狐狸或是

兩隻野豬，去取代原本檯面上指定的動物。 

（動物大小：大象＞臺灣黑熊＞野豬＞狐狸＞松鼠＞蚯

蚓） 

  *打出體型更大的動物時數量需和前一個玩家的數量相

同 

  b.選擇自己手中任意顆數骰子重新骰過，重組自己的牌

組（檯面上無任何動物時也可進行此動作，下位玩家隨

意出骰） 

  c. PASS這回合的動作 

做完上述擇一的動作後則順時鐘換下一位玩家。 

2.當有一位玩家將手上所有的骰子出完時，一輪遊戲結

束，開始計分。 

3.每位玩家檢查手中剩餘骰子面朝上圖示，使用說明書

內的對應分數列表統計其分數，分數總和即為該玩家所

擁有的扣分，以扣分多寡來決定玩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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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超級犀牛 種類：3D堆疊遊戲 

人數：２～５人 年齡：５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地基卡放在桌面中央，任選一面朝上。 

2.將所有屋頂卡洗勻，每名玩家各五張，如果只有兩名玩家則是各七

張，剩下的屋頂卡形成牌庫。 

玩法： 

依順時鐘方向進行回合，但在蓋屋頂前，必須先蓋有一或兩面牆：地

基卡或是之前一層樓板上的牆壁記號，標示了新樓板所需之牆面數量

及位置，拿取牆面並放在指定位置，再將屋頂卡蓋上。然後換下一名

玩家。 

特殊符號： 

 a.改變方向：順序依反方向繼續進行。b.喘一口氣：暫停一輪。 

 c.再抽一張：在開始搭建前，先從牌庫中抽一張屋頂卡。 

 d.雙層屋頂：可以在這張屋頂卡上再放第二張屋頂卡，但不可以在

雙層屋頂卡上再放一張雙層屋頂卡。如果手上沒有可用的第二張屋頂

卡時，幫鄰居消耗一張。 

 e.超級犀牛：超級犀牛又開始登樓了！將超級犀牛由目前的位置，

移動到新的超級犀牛符號上方。完成此動作後方能搭建牆面和屋頂。 

重要搭建規則： 

 a.可以使用雙手搭建。b.只能碰觸正在放置的牆壁卡和屋頂卡。 

 c.將牆壁卡盡可能地放在記號所指位置。 

 d.屋頂卡必須不偏不倚地放在地基卡正上方。 

遊戲結束： 

 a.搭建完最後一張屋頂卡：此玩家獲勝。 

 b.合蓋的大樓倒塌了：讓大樓倒塌的玩家輸了，其餘玩家中，手上

屋頂卡最少的人獲勝；如果平手，手牌屋頂卡中特殊符號較多那方獲

勝；仍然平手則共同獲勝。 

 c.所有牆壁卡都蓋完：所有人共享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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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袋中菲力貓 種類：理財遊戲 

人數：３～５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４～５人遊戲規則： 

1.每位玩家選一組牌作為手牌，接著，讓左手邊玩家從手牌中抽

出一張蓋著放回遊戲盒中。 

2.每位玩家拿取十五元鼠幣，剩下的錢幣即為銀行。 

3.將老鼠牌橫向由左而右遞增置於桌面中央。４人遊戲時不使用

「３隻老鼠」牌，並將「袋中貓」牌放置在「２隻老鼠」牌左

邊。 

4.從銀行裡拿出等量的鼠幣放在各張老鼠牌上。 

３人遊戲例外規則： 

1.只會用到「３隻老鼠」牌和「６隻老鼠」牌，將「袋中貓」牌

放在「３隻老鼠」牌左邊，最後放二十一元的鼠幣在銀行中。 

2.將第四組牌洗勻後隨機抽出一張牌蓋著放回遊戲盒，剩餘的第

四組牌放在「袋中貓」牌下方，視作虛擬玩家。 

3.競標開始時，在起始玩家出價前，先把虛擬玩家的最上面一張

牌翻至正面。 

4.只要一有玩家放棄出價，該玩家請將起始玩家所出的牌翻至正

面，接著當競標中只剩一位玩家時，再把剩餘兩張牌翻至正面。 

玩法： 

每場遊戲由九場競標組成。每場將會有一組牌面朝下的牌提供給

玩家競標。 

1.由起始玩家開始，每位玩家從手牌中選擇一張牌，蓋著放至桌

面中央。起始玩家將選擇的牌放在「袋中貓」牌下方，其他玩家

依序放在右邊鼠幣牌下方，排成一橫牌。 

2.起始玩家將他出的牌翻至正面開始競標，他能以零以外的任意

金額出價，或是放棄出價。之後的玩家出價需比前一位更高。 

3.只要玩家放棄出價，起將第二列中的下一張牌翻至正面，並將



 

前面自己放置過的鼠幣取回，從尚有鼠幣且數字最小的老鼠牌上

拿走所有鼠幣，但於本回合中不可再參與競標。 

4.當第二列所有牌都是正面時，剩下那位玩家標得「袋中貓」，

請支付標金給銀行，將所有得標牌蓋著放在面前，以免和手牌混

淆。 

5.從銀行補充鼠幣給鼠幣被取走的老鼠牌，得標玩家得到木製起

始玩家標示物，繼續下一場競標，直到完成九場競標結束遊戲。 

「狗」牌會嚇跑一隻袋中貓： 

 a.大型犬：將正分中分數最高的貓和大型犬一起放回遊戲盒。 

 b.小型犬：將負分中分數最低的貓和小型犬一起放回遊戲盒。 

計分： 

將得標牌中的貓咪分數相加，再加上手中所剩鼠幣，最高分者獲

勝。平手時，貓咪分數較高者獲勝。 

特殊例子： 

 a.如果一場競標中全部玩家都放棄出價，將桌面上所有袋中貓

放回遊戲盒，由同一位起始玩家開始下場競標，請勿補充鼠幣。 

 b.如果出現大型犬，但沒有正分的貓，大型犬會趕走兔子；如

果也沒有兔子，會趕走負分中分數最高的貓。 

 c.如果出現小型犬，但沒有負分的貓，小型犬會趕走兔子；如

果也沒有兔子，會趕走正分中分數最低的貓。 

 d.玩家可以隨時向銀行換找零錢。 

 e.如果回合結束時，銀行沒有足夠鼠幣可以補充，則讓所有老

鼠牌空著。接下來的競標內，放棄出價的玩家不會從老鼠牌那獲

得鼠幣。 

 f.玩家擁有的鼠幣數量勿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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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探索侏儸紀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２～５人 年齡：５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足跡卡牌以橫排一列的方式放在桌面上，每位

玩家各選一隻恐龍，並將恐龍放置於第一張足跡

卡上。 

2.將五張恐龍卡洗勻後面朝下以橫排一列的方式放

置於桌面中央。26張搜索卡洗勻後疊成一堆放置

於旁邊。 

  *基本玩法並不會使用到空白的森林卡 

玩法： 

1.遊戲順時鐘進行，由最近看過暴龍的玩家開始，

翻開搜索卡堆頂的卡牌。 

搜索卡的內容如下： 

  a.交換符號（圍成一圈的兩個箭頭） 

     該玩家把兩張面朝下的恐龍卡面交換位置（ 

不可掀開來查看），並翻開一張新的搜索卡。 

  b.二或三隻恐龍 

     根據搜索卡上的恐龍圖案翻開相對應數量的恐

龍卡。 

     當翻開的卡面與搜索卡上顯示的恐龍完全相同

時，該玩家的恐龍可向前進一步。若翻開的卡面

與搜索卡上不完全相同時則停在原地。 

2.當所有玩家都清楚看見你所翻開的卡面後便將恐

龍卡圖案向下地蓋起來放回原位，使用過的搜索

卡則放置到棄牌區內。當桌上搜索卡皆使用完畢

時請重新洗勻棄牌區內的牌，直接繼續遊戲。 

3.若有玩家的恐龍率先經過足跡卡並抵達終點時遊

戲結束，該玩家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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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蟲蟲密碼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３～６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1.保留四種動物卡牌（共四十張），未用到的放回盒子，並

將四張相應動物的順序卡橫向排列在盒子右邊。 

2.將四十張牌洗勻後每位玩家各拿三張，牌面朝下疊成一堆

放在面前。 

3.依玩家人數決定牌庫張數，剩下的放回盒子：３人為十五

張、４人為十六張、５人為十五張、６人為十八張。 

玩法： 

每回合有一玩家為馴蟲師，從牌庫抽一張牌，在不說話的

狀態下，依照順序卡的次序，向其他玩家傳達該紙牌上動

物的種類及數量。 

1.馴蟲師必須正確地傳達密碼，但可以拍桌和拍手穿插，製

造混亂。 

2.傳送密碼後，其他玩家可以搶答。答對時可獲得開動物

牌，朝下放在自己牌堆（分數堆）上方。 

3.玩家每答錯一次，須從分數堆中拿一張動物牌給馴蟲師，

如果玩家已沒有動物牌，每回合僅能回答一次。 

4.馴蟲師傳遞密碼出錯時，需展示該動物牌，並將該牌，和

一張分數堆裡的牌放在牌庫下方。 

5.若沒有玩家答對或沒有玩家想答，馴蟲師即可將該牌放入

分數堆。 

6.每位玩家都當過馴蟲師後，將順序卡隨機重新排列，開始

新一輪直到牌庫用盡。 

7.遊戲結束，分數堆中有最多牌的人獲勝。平手的情況下，

牌上動物數量總和最多的人即為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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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鼠國稱王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２人 年齡：７歲以上 

遊戲準備： 

1.雙方玩家各自拿取一色的八張紙牌。 

玩法： 

1.當雙方各自選擇一張牌後同時翻開紙牌。 

依牌上的力量值（紙牌左上角的數值）及特殊能

力（紙牌下方）決定勝負。力量值較高的一方獲

得該輪的勝利，但有些特殊能力會改變此結果。 

*牌上的特殊能力具強制性，一定會生效。 

若有平手的狀況（雙方打出紙牌的力量值相

同），本輪「暫緩裁決」，雙方先將該輪的牌放

在一旁進行下一輪對戰，下一輪勝利者可同時贏

得本輪勝利（也可能發生連續「暫緩裁決」），

落敗方將先前暫緩裁決及下一輪打出的牌橫置。 

2.當一位玩家率先獲得四輪勝利時遊戲結束，該玩

家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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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誰是牛頭王 種類：策略遊戲 

人數：２～１０人 年齡：１０歲以上 

遊戲準備： 

1.請準備一支筆與一張紙計分。將所有牌洗過發給每位玩家各

10張手牌。玩家無須依手牌數字順序排序，以免對手看出手

牌數值大小。 

2.從剩餘牌庫頂抽出四張牌，面朝上地排列成一排放置於桌

上，此為牌陣開頭的起始牌。 

包含起始牌在內，每一列最多只能容納下五張牌。 

玩法： 

1.每位玩家從手中選出一張牌，面朝下置於自己面前，當所有

玩家選妥後全部人同時翻牌。 

由出牌數字最小的玩家先將他的牌接到牌陣裡的一列，接著

由數字次小的玩家接牌，以此類推，直到所有玩家都將本回

合出的牌接好為止。桌面中央的牌陣必須整齊排成四列，重

複這個過程，直到玩家手中十張牌出完為止。 

2.出牌依下列規則，每張牌只能接在牌陣中的一列： 

  a.漸增： 

     在牌陣中的每一列，牌上的數字必須由左而右逐漸增大。 

  b.最近值： 

     玩家必須將他所出的牌接在數字較小，但最接近這張牌的

那列右側。 

  拿牌：當玩家要接牌的那列客滿，或者沒有可以出在這四列

的牌時就必須從桌上拿牌。 

  c.客滿： 

      牌陣中每一列最多五張，如果根據規則b，若玩家必須將

牌接的第六張時，他必須將這列的前五張拿起，再把自己要

出的第六張放置於該牌陣的首張，成為那列新的起始牌。 

  d.出牌數字太小： 



     當玩家所出的牌數字太小而無法接到任何一列時，他必須

選擇一列牌，將該列牌的牌全數取走後再將他要出的卡放在

桌上，成為這列新的初始牌。 

*牛頭=扣分 

 每張牌的兩個數字之間都印有牛頭的符號，每個牛頭代表

扣一分。數字個位數為「5」的牌有2個牛頭；數字為「10」

的倍數的牌有3個牛頭；數字為「11」的倍數的牌有5個牛

頭；數字「55」不但是11的倍數且結尾個位數還是「5」，

所以有7個牛頭。 

*牛頭堆： 

 玩家因為規則c,d被迫獲得的牌被稱為「牛頭堆」，裡面的

卡不能作為手牌使用。 

3.當所有人都把牌出完時遊戲結束。玩家們拿起自己牛頭堆內

的牌統計牛頭數量總和。 

經過數回合後，當至少有一位玩家拿到的牛頭累計達到66個

以上時遊戲結束，拿到最少牛頭的玩家勝利。 

  



22. 

 

 

名稱：大象的冒險 種類：卡牌遊戲 

人數：３～６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1.每名玩家選擇一種顏色的牌組作為手牌。 

2.將四張輔助牌和四張起始牌（黑白牌背）朝上排

列好，放在桌子中央。 

玩法： 

1.遊戲會進行十六個回合，所有玩家各自選擇一張

牌，同時翻開放在面前。 

2.分派輔助牌。如果你是唯一出那種動物的人，此

回合可獲得該動物輔助牌；如果數名玩家重複動

物，則由數值最高的玩家獲得，但若數值最高玩

家不只一人時，由數值次高玩家獲得。 

3.得到輔助牌的玩家，得到能被該種動物趕跑的桌

面上所有動物牌，包含之前回合留下的牌。 

4.將輔助牌放回後繼續下一回合。 

補充遊戲區： 

有可能在一回合內，所有動物都被趕跑而使遊戲

區清空，此時每位玩家再選擇一張手牌放進遊戲

區，供下一回合使用。 

5.玩家出完手牌並完成驅趕後遊戲結束，當下所有

仍在遊戲區的動物牌都不列入計分。 

6.動物牌上數值總和最高者獲勝，若平手，則由大

象動物牌總分最高的玩家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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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規則較為複雜，若是看了文字說明

依然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掃描QR COD

E觀看遊玩教學影片。 

名稱：變色龍 類型：卡牌策略遊戲 

人數：２～５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1.每位玩家拿取一張計分概要牌（初次遊玩建議使用褐色

面），若有３位以上玩家遊玩便拿取等同人數的褐色行列牌放

在桌上。 

2.每位玩家挑選一張變色龍牌（顏色不可重複），面朝上放置

在自己面前。 

3.挑出「最後一輪」牌（彩色箭頭），其餘紙牌洗勻後面朝下

疊成一疊作為牌庫使用。 

4.從牌庫頂面朝下抽15張牌，並將「最後一輪」牌放在這15張

牌的頂端（一樣也是面朝下），接著將這16張卡牌放回牌庫的

最底部。 

5.隨機選一位玩家作為起始玩家。 

玩法： 

1.當輪到自己的回合時，玩家有兩個動作可執行： 

  a.抽放一張牌 

從牌庫頂翻開一張牌，正面朝上任意放置在任何一張行列牌下

方。 

每一行列牌底下最多只能放三張牌，當某一橫列牌下方已有三

張牌時，任何玩家都無法再將牌放置在那行內。 

當所有行列牌下方都有三張牌的時候，玩家便無法選擇此動

作，必須執行動作b：取走一行牌。 

  b.取走一行牌 

玩家自行選擇取走任一張行列牌以及底下的所有卡牌（只要行

列牌底下有至少一張牌即可被取走），收回後將得到的牌按顏

色分類。 

*金色/彩色變色龍：不須先分類，在結算分數的時候玩家可自

行決定它是什麼顏色的卡牌。若是取得金色變色龍卡，玩家必



須立刻從牌庫內翻開一張卡放入自己的變色龍卡堆內。 

一旦有玩家在這一輪中選擇這個動作，那麼在此輪中他將不再

進行任何活動，直到新的一輪開始為止。 

*若遊戲該輪只剩下一位玩家還未取走一行牌，該玩家除了取走

那行牌之外也可以選擇繼續抽放一張牌，直到該行有三張再取

走。 

2.當每個玩家皆取走一行牌後，此輪結束。所有玩家將剛才取

走的行列牌重新放回桌面中央。新的一輪將由上一輪最後取走

一行牌的玩家開始。 

3.當「最後一輪」牌被抽出時代表目前進行的這輪為遊戲的最

後一輪，請將此牌放置於一旁提醒所有玩家。抽出「最後一

輪」的玩家還需再抽下一張牌並繼續他的回合。這輪結束後擁

有彩虹/金色變色龍的玩家須決定要將其指定為何種顏色。 

4.遊戲結束，開始計分。 

每位玩家先計算自己每一種牌分別有幾張，並照著計分表上的

分數去計算（左側為紙牌張數，右側為對應分數） 

每位玩家須各自選擇三種顏色的變色龍作為正分計算，所有不

是那三種顏色的變色龍牌會作為負分計算。若有取得「+2」

牌，玩家可獲得2分。 

最高分的玩家就是此次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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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驢橋 種類：說故事遊戲 

人數：３～１２人 年齡：８歲以上 

遊戲準備： 

1.每位玩家拿取一張版圖，四格彩色格子那面朝上

放置面前。 

2.在版圖前方隨機放一張面朝下的圖片，作為得分

堆。 

3.把思考泡泡放在中央，停止板塊放一旁備用，其

餘圖片全部放進麻布袋洗勻。 

玩法： 

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 

1.起始玩家從袋中抽取該回合所需圖片數（對應思

考泡泡）後，大聲地說出圖上關鍵字，並把圖片

朝上放在面前。 

2.說書人（輪到的玩家）必須以該關鍵字創造一則

故事，注意故事是否通順，好讓其他玩家能夠輕

易記住關鍵字。 

3.接著將該三張圖片疊成一堆，朝下放在自己版圖

的格子中，第一回合為紅色，第二回合為藍色。

輪流重複動作直到第二回合結束。 

第三回合和第四回合： 

1.起始玩家一樣抽取該回合所需圖片數後講述一則

故事，將圖片疊成一堆朝下放在下一格空格裡，

接著，把上上回合用過的圖片，面朝下順時鐘發

給其他玩家。 

2.坐在說書人左手邊的玩家先猜，他必須依賴拿到

的圖片回憶故事，並說出另一張圖片上的關鍵

字。切記，不能說出自己的關鍵字。 

3.如果成功，便可從持有該圖片的玩家手中取得該



圖片，將其朝上放在得分堆，計為1分；如果猜測

失敗或遲疑超過十五秒，當回合即被淘汰，不能

再參與此故事的猜測。輪流直到所有關鍵詞被猜

完，或是無法繼續猜測為止。 

4.當故事中所有關鍵字都被猜到後，未猜錯的玩家

可將所獲得的圖片朝下放進得分堆；猜錯的玩家

必須棄掉得分堆的圖，數量為所猜測圖片原先放

置的格子旁的烏雲數字。 

5.如果某個故事的猜測都沒有玩家猜錯，為了獎勵

說書人，他可以拿一塊停止板塊放在自己的得分

堆上。 

第五回合和第六回合： 

不須抽取圖片，玩家只須輪流進行分配圖片和猜

測關鍵字。 

特殊狀況： 

1.若圖片數量＞玩家數量，剩餘的圖片由說書人拿

在手中；若圖片數量＜玩家數量，沒拿到圖片的

玩家須待其他人猜錯才能參與猜測，此時，他必

須拿取第一位猜測的玩家手中圖片當作關鍵字。 

2.當棄掉得分牌時遇到停止板塊，立刻停止扣分。 

3.如果輪到某位玩家時，他持有的圖片是目前唯一

沒被猜到的關鍵字，那麼他可以直接得到這一

分。 

計分： 

得分堆中的每一張牌都算1分，總和最高的玩家獲

勝，平手時，停止板塊較多的玩家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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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動物疊疊樂 種類：平衡遊戲 

人數：２～４人 年齡：４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鱷魚放在一張平坦的桌子上，牠是動物金字塔

的第一隻動物。每位玩家各自領取7隻不同的動

物。 

玩法： 

1.以能像紅鶴一樣單腳平衡站立最久的玩家擔任起

使玩家。遊戲以順時鐘方向進行，該回合的玩家

骰骰子決定這回合的行動！ 

a.骰到 一點： 

選擇自己面前的一隻動物，用單手小心地將牠放

置在金字塔上的任何一處。 

b.骰到 兩點： 

選擇自己面前的兩隻動物，用單手小心地一隻接

著一隻將牠們疊在金字塔上。 

c.骰到 鱷魚： 

選擇自己面前的一隻動物放在鱷魚旁邊，而這隻

動物必須要碰到鱷魚的嘴巴或是尾巴，這樣一來

金字塔底部就變寬了！其他動物一樣可以被疊在

剛才放的這隻動物身上。 

d.骰到 手掌： 

選擇自己面前的一隻動物交給另一位玩家，那位

玩家必須幫你將動物疊上金字塔。 

e.骰到 問號： 

其他玩家將一起決定你得把哪隻動物疊上金字

塔。 

如果有動物在玩家堆疊時掉下來或是金字塔倒

塌，該玩家的回合立刻結束。 



*倒塌的處理原則： 

a.只有一或兩隻動物掉下來：正在堆疊動物的玩家

得收回這些動物。 

b.超過三隻以上的動物掉下來：正在堆疊動物的玩

家從中挑選兩隻收回，其他動物則收回盒子內。 

c.在無法歸責於任何玩家的情況下動物掉下來：將

所有掉下來的動物收回盒子內。 

2.當有玩家將自己面前所有動物都安全疊上金字塔

時，遊戲立刻結束，該玩家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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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鼠國英雄 種類：策略遊戲 

人數：１～６人 年齡：５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遊戲板攤開，在首次進行遊戲時，使用只有一

個腳印那面。另一面為困難模式。 

2.將木製貓咪放在白色腳印起點上，並將所有老鼠

圓片放在遊戲板旁備用。 

玩法： 

1.由一位玩家擲三顆骰子，討論後將骰子放在相對

應的食物空格上。 

2.如果出現紅色叉叉，代表這顆骰子無法被放在遊

戲板上，當回合也無法被重擲。 

3.每次擲骰後，必須擺放至少一顆骰子在食物空格

上，當三顆骰子都在遊戲板上時，可以馬上進行

「收集食物」。 

4.若你無法或不願一次將三顆骰子都放上，可以視

情況選擇「重擲骰子」或「收集食物」。 

 a.重擲骰子：在擲骰並擺放至少一顆骰子後，可

以重擲未擺放的骰子，同樣地，重擲後必須擺放

至少一顆骰子到空格中。 

 b.收集食物：拿回格子上的骰子，改放一個老鼠

圓片，此後不能再放置骰子在此格中。 

5.如果在某個食物的最後一格放上圓片，當回合即

不用移動貓咪；相反地，若沒辦法在某食物的最

後一格放上圓片，貓咪前進一格。 

6.在貓咪到達終點前，收集完所有食物即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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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瓢蟲彩妝宴 種類：合作遊戲 

人數：２～６人 年齡：４歲以上 

遊戲準備： 

1.將遊戲版圖放在桌子中間並將旋轉箭頭安裝好。 

2.讓每隻瓢蟲身上都有五個同色的斑點（木頭小圓

柱） 

3.將有斑點的瓢蟲放在與斑點同色的花瓣外側的圓

圈內，並將瓢蟲的頭朝向花朵中心。 

4.將螞蟻與擺滿佳餚的宴會桌放在遊戲版圖旁。 

玩法： 

1.從年紀最小的人開始，玩家依順時鐘方向輪流進

行回合，輪到自己回合的玩家須轉動遊戲版圖上

的紅色箭頭。箭頭有可能停在花瓣上或是停在花

托上。 

  a.箭頭停在花瓣上： 

將這片花瓣上的瓢蟲移到任何一隻瓢蟲面前，讓

他們面對面。（若箭頭指到的花瓣上沒有瓢蟲則

玩家可任選一隻瓢蟲移到另一隻瓢蟲面前。） 

    - 如果對方將頭轉開： 

代表對方瓢蟲不願交換斑點，玩家將這隻被移動

過的瓢蟲放回牠原本待的花瓣上，記得一樣要將

兩隻瓢蟲的頭指向花朵中心。 

    - 如果兩隻瓢蟲親吻彼此： 

雙方願意交換斑點，但只能用這隻瓢蟲所屬花瓣

顏色的斑點去和對方交換牠所屬花瓣顏色的斑

點，不能用和其他瓢蟲交換來的斑點去進行再交

換。交換成功後可繼續飛去找其他花瓣上的瓢蟲

交換斑點，直到遇見一隻拒絕交換，或是身上已

經有五種顏色斑點的瓢蟲後回到最一開始的花瓣



上。 

- 

當瓢蟲身上已有五色斑點時立刻飛到遊戲版圖下

方，停在一朵空的蒲公英上，接著便換下一個人

行動。 

若是一隻停在花瓣外側圈圈因為被交換而完成五

色斑點的瓢蟲也立即飛到底下一朵空的蒲公英

上。而玩家操控的完成那隻瓢蟲的瓢蟲也可繼續

去尋找下一隻願意和它交換斑點的蟲。 

當瓢蟲飛到蒲公英上之後，牠原屬的花瓣將空著

直到遊戲結束。 

b.箭頭停在綠色花托上： 

瓢蟲休息一回合，螞蟻開始移動。每隻螞蟻的第

一步皆是踩上遊戲版圖左下角樹墩上，第二步才

是踩上一片空白的葉子。 

 

當蒲公英上坐滿瓢蟲或葉子上坐滿螞蟻時遊戲結

束。前者全體玩家獲勝，後者全體玩家失敗。 

 


